
近三年制药学院专任教师培训、进修 

姓  名 培训时间 培训单位及内容 

马晓明 2014.8 合肥工业大学，制药工程设计培训 

徐德峰 2014.8 合肥工业大学，制药工程设计培训 

冯筱晴 2014.8 合肥工业大学，制药工程设计培训 

李  剑 2014.8 合肥工业大学，制药工程设计培训 

马晓明 2015.7 全国高校制药工程设计类课程教学师资培训 

 

姓  名 进修时间 进修单位 

朱劼 2013.10-2015.10 荷兰 University of Twente 

邱琳 2013.12-2014.12 英国牛津大学 

付敏丽 2014.3-2014.9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李剑 2014.8-2015.8 德国海德堡大学 

冯筱晴 2015.9-2016.9 美国北卡罗来州立大学 

何玉财 2015.9-2016.9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王悦 2015.1-2016.7 美国内华达大学 

 

 

 

 

 

 

 

 

 

 

 

 

 

 

 

 

 



 
 

 

 
 

 



 

 



 



 

 

 

 

 

 

 

 



 

 

 

 

 

 

 

 

 



邀请（或派出）讲学人员清单 

序

号 
时  间 报告名称 报告人(单位、职务、职称) 

1 2014 年 3 月 20 日 
Target Androgen Receptor with ASC-J9 to 

Battle Androgen Related  Diseas 
张传祥、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 

2 2014 年 4 月 8 日 
新型手性催化剂的开发和药物高效合成方法

研究 

张万斌、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3 2014 年 4 月 21 日 
New strategies for the synthesis of unusual 

peptides 

Prof Steven L.Castle 、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4 2014 年 4 月 29 日 
Mechanisms and chemoprevention of alcohol 

and tobacco-associated oral cancer 

陈 晓 、 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 教授 

5 2014 年 5 月 14 日 

Stereo ControlledGlycosidic Bond Formation: 

A Challenge and an Inspiration for Organic 

Chemists 

Professor David Crich, Schaap 

Professor of Chemistr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6 2014 年 6 月 4 日 
Biomolecular Self-assembly in Solution and at 

Interface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Xiubo Zhao PhD、University of 

Sheffield, Sheffield, UK 

7 2014 年 7 月 16 日 Rylene dy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李辰、德国朗盛公司技术创新部

门项目经理、德国马普高分子所

兼职导师 

8 2014 年 9 月 10 日 
Challenges of HPV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registration in China 

Dr. Zeng ， Xianfang 、 Shanghai 

Zerun Biotech Co., Ltd., China 

9 2014 年 9 月 18 日 

Phosphodiesterases as Drug Targets for 

Multiple CNS Diseases and Related 

Mechanisms   

张汉霆、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教

授 

10 2014 年 9 月 18 日 

Pharmacotherapies for Alzheimer's Disease: 

From Natural Compounds to Target Synthetic 

Drugs 

徐英、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副教

授 

11 2014 年 10 月 10 日 一些类天然小分子化合物的合成 
吴劼、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 

12 2014 年 11 月 10 日 Practical Catalytic Hydrogenation 
张绪穆、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杰

出教授 

13 2015 年 3 月 12 日 质谱的发展历史及应用 
李舒伟、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

授 

14 2015 年 4 月 2 日 Viagra and Structure-Based Drug Design    
柯恒明、北卡罗拉大学教堂山分

校教授 

15 2015 年 4 月 3 日 

Scientific Research Ideas and Exploration: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Phosphodiesterases 

(PDEs) 

张汉霆、西弗吉利亚大学教授 

16 2015 年 5 月 5 日 
Structural Biology & Structure of the living 

cell 
蒋鹏举、常州大学兼职教授 

17 2015 年 5 月 13 日 不对称有机催化新进展 孙建伟、博士、香港科技大学 

18 2015 年 5 月 19 日 新型氟化学试剂的开发及其应用 
胡金波、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

学研究所研究员 



19 2015 年 5 月 21 日 

Synthesisof Chiral Small Molecules for Drug 

Discovery and Study of Carbohydrate 

BasedAdvanced Materials  

王 桂 君 教 授 、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20 2015 年 5 月 25 日 
一个靶向肿瘤血管的多肽—应用于肿瘤治疗

和检测 
曹之宪、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21 2015 年 6 月 23 日 国际脑科学研究进展 
James M O’ Donnell、PhD、纽约

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22 2015 年 6 月 29 日 
Lewis 碱催化联烯酸酯和亲核试剂的环加成

反应 
童晓峰、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23 2015 年 7 月 2 日 
Mitochondrial Dynamics as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AlzheimerDisease    

祝雄伟、Professor、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24 2015 年 11 月 17 日 
Novel molecular targets for cancer 

drugdiscovery from sulindac 

Gary A. Piazza 博士、南阿拉巴马

大学 

25 2015 年 12 月 11 日 

FumiyoshiYamashita ： In silico 

pharmacokinetics for efficient drug discovery 

anddevelopment Teruko Imai：Metabolism of 

Prodrug andAntedrug/Soft drug 

山下富義、京都大学副教授  

今井輝子、熊本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Target Androgen Receptor with ASC-J9 to Battle Androgen 

Related  Diseas 

报 告 人：Chawnshang Chang（张传祥）美国罗彻斯特大学 教授 

时    间：2014 年 3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1:30 

地    点：天润大厦 A 座 614 报告厅 

报告人简介：报告人简介：Chawnshang Chang（张传祥），国际著名泌尿外科专

家，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泌尿外科及肿瘤放射学教授，病理学教授，George Whipple

实验室负责人。30 年来专注于性激素及其受体的研究，1988 年在国际上第一个

克隆了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雄激素受体相关蛋白和寡核受体。他

又在国际上首先完成了小鼠的雄激素受体基因敲除。2009 年入选中国教育部―长

江学者‖讲座教授，，2012 年入选国家第七批―千人计划‖，先后在《Science》、

《Nature Medicine》、《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Lancet》、《PNAS》

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300 余篇，单篇最高影响因

子  29.747 。《 Endocrine 》、《 The Prostate Journal 》、《 The Prostate 》、

《Neuroimmune biology》等国际著名期刊编委。 

 

 

 

 

 

 

 

 

 

 

 

 

 

 



4 月 8 日----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万斌教授 讲座  

 

报告题目：新型手性催化剂的开发和药物高效合成方法研究 

报 告 人：张万斌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时    间：2014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1:30 

地    点：天润大厦 A 座 614 报告厅 

       

张万斌，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1988 年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 年赴日本

留学，1997 年获日本大阪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日本大阪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2001 年在日本三菱化学株式会社横滨综合研究所担任主任研究员，2003 年任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课程组长，2013 年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主

持和参加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面上项

目、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上海市科委和经信委重大和重点科技

攻关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以及与多家企业的产学研合作项目等多项课题研究。

在包括【美国化学会志】和【德国应化】在内的 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

并应邀参与了 Weily-VCH 等出版社关于不对称催化及药物合成等三本英文专

著(三章)的编写工作。有多项成果获得了工业化应用，―青蒿素的高效合成‖入

选 2012 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和 2012 年上海市十大科技成果。 

 

 

 

 

 

 

 

 

 

 

 



 

 

 

 

 

 

 

 

 

 

 

 

 



报告题目：Mechanisms and chemoprevention of alcohol and tobacco-associated 

oral cancer 

报 告 人：Xiaoxin Chen (陈晓欣)，美国 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 教授 

时    间：2014 年 4 月 29 日（周二）下午 2:00 

地    点：科教城天润科技大厦 A 座 614 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陈晓欣教授 1991 年毕业于原北京医科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

学中心），1999 年获得美国 Rutgers University 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00-2005 年

间，在 Rutgers University 作为博士后和研究助理教授，2005 年起，任 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 副教授，2013 年晋升为正教授，现为 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 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医学院

兼职教授。陈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腺癌和食管鳞状细胞癌的

分子机制，以及口腔癌的发病机制及其化学预防。他单独主持和合作主持了 12

项 NIH 基金项目，在知名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83 篇，合著学术著作 4 部，

获得了美国癌症学会青年研究者奖（1999）和少数裔服务机构癌症研究学者奖

（2007）。陈教授现任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等期刊编委，15 种 SCI

刊物审稿人，美国 NIH, 西班牙 TV3 Marato Foundation，荷兰 Dutch Digestive 

Foundation 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国际评委。 

 

 

 

 

 

 

 

 

 

 

 

 

 



报告题目：StereocontrolledGlycosidic Bond Formation: A Challenge and an 

Inspiration for Organic Chemists 

报告人：Professor David Crich,Schaap Professor of Chemistry,Wayne State 

University, 

时间：2014 年 5 月 14 日（周三）下午 2:00 

地点: 科教城天润科技大厦 A 座 614 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DavidCrich, 现任美国 Wayne State University

化学系 A Paul and Carol CSchaap 教授。1981 毕业于

University of Surrey（England）/Universite deParis XI(France)，

获得化学和法语双学士学位；随后师从 DHR Barton 爵士/P 

Potier,于 1984 年获 Universite deParis XI(France)理学博士学

位; 在 ICSN (Institut de Chimie des Substances Naturelles)师

从导师 Barton /Potier 从事了一年的博士后工作之后，返回

英国，加入 Christopher Ingold Laboratories,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任讲师（Lecturer）;1990 年,被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直接聘为 Associate Professor ，紧接着晋升为 FullProfessor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2007 年至今，受聘于 Wayne State University，担任 A Paul 

and Carol C Schaap 讲席 Professor; 其间（2009-2011）曾返回法国担任 ICSN

（Institut de Chimie des Substances Naturelles）所长。 

Crich 教授在自由基化学和糖化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已发表论文专著 300 多

篇，获得了很多荣誉，同时还担任一些著名学术刊物的主编职务： 

 

 

 

 

 

 

 

 

 



6 月 4 日----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题目：Biomolecular Self-assembly in Solution and at Interface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主讲：Xiubo Zhao PhD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Sheffield, Sheffield, UK 

时间：2014 年 6 月 4 日下午 13：30，天润科技大厦 A 座 614 会议室 

简介招秀伯博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化工与生物工程系讲师,博士生导师。招秀伯

博士毕业于常州大学生物化工专业，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

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目前是英国物理学会会员。曾担任旅英中国学人化学

科学与技术学会副主席。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生物材料，生物纳米技术，纳米医

学，生物界面与生物传感器等。在 Chem. Soc. Rev. ， Biomaterials ，

Biomacromolecules，Langmuir，Soft Matter，Sensors & Actuators B 等国际期刊上

发表 SCI 论文 60 余篇.参与学术专著章节 4 章，欧洲专利 1 项。 

欢迎参加！ 

 

 

 

 

 

 

 

 

 

 

 

 

 

 

 



学术报告 

题目： Rylene dy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主讲：李辰 

德国朗盛公司 技术创新部门 项目经理 

德国马普高分子所兼职导师 

时间：2014 年 7 月 16 日下午 14：30，天润科技大厦 A 座 614 会议室 

 

简介 

李辰博士, 德国朗盛公司技术创新部门项目经理，德国马普高分子所兼职导师。

李辰博士本科毕业于常州大学精细化工专业，硕士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化学与制药学院，在德国马普高分子所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供职于朗盛

公司，负责朗盛中国区研发中心的建立，负责总数超过100 万欧元的项目经费。

发表文章文章总数大于50 篇，它引次数超过1000 次。 

  

 

 

 

 

 

 

 

 

 

 

 



学术报告 

报告题目： Challenges of HPV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registration in China 

主 讲 人：Dr. Zeng，Xianfa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Manufacturing, Shanghai Zerun Biotech Co., Ltd. , China  

时    间：2014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4：00 

地    点：天润科技大厦 A 座 614 会议室 

 

Abstract                   

 Worldwide status of HPV commercial vaccines  

 Challenges of HPV development in China 

 Challenges of HPV registration in China 

 Market project of HPV vaccines in China 

Biography 

Dr. Zeng is currently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t Shanghai Zerun Biotechnology 

Co., Ltd., responsible for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GMP 

clinical manufacturing of novel vaccines and biologics (including HPV vaccine 

against cervical cancer). Prior to joining Zerun Biotechnology, Dr. Zeng was the 

Director of Process Development at Dendreon Corporation, leading cell culture, 

purification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bioengineering service teams to develop novel 

antigens and also provi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to the antigen 

manufacturing for Provenge®, the first FDA-approved autologous cellular 

immunotherapy. Recently Dr. Zeng has been leading HPV Cervical Cancer Vaccine 

projects into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e brings 

in 20 years of process development, cGMP manufacturing, and managerial experience 

from Fuji Diosynth, GSK, Shire, Lonza and Dendreon. Dr. Zeng received a PhD. 

degree in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and a MB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Dr. Zeng is also an 

affiliated Associate Professor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学术报告一：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药学院张汉霆教授报告 

报告题目： 

磷酸二酯酶（PDE）作为多种中枢疾病治疗靶标研究及其机制探讨 

Phosphodiesterases as Drug Targets for Multiple CNS Diseases and Related 

Mechanisms 

报告摘要:  

Phosphdoisterase-4 (PDE4), an enzyme that catalyzes the hydrolysis of cAM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control of intracellular cAMP signaling. PDE4 inhibitors 

exhibit memory-enhancing, antidepressant, anxiolytic, and anti-alcoholic effects, but 

also have side effects such as emesis. This talk will discuss the multiple roles of PDE4 

in CNS functions and the intracellular mechanisms. It will also provide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PDE studies. 

 

 

学术报告二：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药学院徐英副教授报告 

报告题目： 

老年性痴呆的药物治疗：从天然化合物到靶位合成药 

Pharmacotherapies for Alzheimer's Disease: From Natural Compounds to Target 

Synthetic Drugs.  

报告摘要:  

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other dementias result in progression cognitive 

impairment. Given its increased prevalence with age and the demographics in the 

world, it is expected to discover novel therapies to treat memory deficits associated 

with AD. Phytochemicals and target synthetic drugs, such as curcumin and its 

derivatives and phosphodiesterase inhibitors, have beneficial 

 

 

报告时间：9 月 18 日 （周四）上午 9:30-12:00 

报告地点：科教城天润大厦 A 座 614 报告厅 

 



报告题目：―一些类天然小分子化合物的合成‖ 

报 告 人：吴 劼 

时间地点：2014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2 点天润科技大厦 A-614 

报告人简介： 

吴劼博士，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 毕业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2000 至

2004 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

中心（访问科学家）及 VivoQuest, Inc.（研究员）从事有机合成、药物化学及相

关研究工作，2004 年 9 月回国加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副教授），2006 年 4 月晋

升为教授。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构建类天然小分子化合物用于抗肿瘤及抗病毒新

药研究。 

2007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2010 年获 ―Thieme Chemistry Journals Award‖，2013 年获 ―Dow Innovation 

Challenge Award‖。现为美国化学会―ACS Combinatorial Science‖编委（Editorial 

Advisory Board），―ISRN Organic Chemistry‖编委（Editorial Board），上海市化

学化工学会有机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已发表 SCI论文 100余篇（其中 IF>5.0

论文 70 余篇），论文被引用 4000 余次, 参与编写专著四本, 获得美国发明专利

2 项，中国发明专利 4 项。 

 

 

 

 

 

 

 

 

 

 

 

 



Practical Catalytic Hydrogenation 

实用的不对称催化氢化 

报告人：Xumu Zhang (张绪穆） 

报告时间：2014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10:30-11:30 

报告地点：科教城明行楼 112 阶梯教室 

报告简介： 

Dr. William Knowles, in his 2001 Nobel Lecture, described his 1960s and 70s 

work in developing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catalysts. Now, almost 40 years later, 

although major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e.g. Professor Noyori’s Nobel prize 

winning work in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significant challenges still remain. On 

the one hand, this presentation describes innovation in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catalysis from both an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perspective. It highlights recent 

advance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es regarding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The broad array of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catalysts and their numerous 

applications for a variety of functional group hydrogenations will be reviewed.We 

will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to make 

chiral pharmaceuticals and address unmet needs in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The 

knowledge gained in this research can lead to ―next generation‖ catalysts.    

Xumu Zhang (张绪穆）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杰出教授（1994-2006）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杰出教授（2007-） 

武汉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5-） 

武汉大学―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学术大师（2008-）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绿色催化研究所所长(2005-) 

―千人计划‖国家特聘教授（2011- 

 

 

 

 

 



学术报告：质谱的发展历史及应用 

报 告 人：Shuwei Li（李舒伟）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 

时间：3 月 12 日（周三）下午 3:30 

地点：天润大厦 A 座 614 学术报告厅 

报告人简介 

Education     

1997-2003 Ph.D. in Chemistr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5-1997 M.A. in Chemistry, Boston University.     

1990-1994 B.S. in Chemistry,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s（IF>5.0 的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 

[1] Analytical Chemistry, 85, 11014-11019, 2013. IF=5.8     

[2]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49, 11080-11082,2013. IF=6.7    

[3] Analytic Chemistry, 85, 8188-8195, 2013. IF=5.8    

[4] Analytical Chemistry, 84, 2908-2915, 2012. IF=5.8    

[5]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1, 1865-1868, 2012. IF=11.3     

[6] Chemical Communication, 47, 182-184, 2011 (special issue of ―Emerging Young 

Investigators‖). IF=6.7     

[7] Analytical Chemistry, 82, 7588–7595, 2010. IF=5.8     

[8] Chemical Communication, 3369-3371, 2009. IF=6.7     

[9] Chemistry & Biology, (Invited Preview), 15, 753-754, 2008. IF=6.6    

[10]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19, 4751-4753, 2007. IF=11.3     

[11]Chemical Communications, 2181-2183, 2007 (Highlight in Chemical Technology, 

4, T28, 2007). IF=6.7     

[12]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5, 581-583, 2005. IF=6.7     

[13]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26, 4088-4089, 2004. IF=11.4    

[14] Chemistry & Biology, 10, 233-239, 2003 (Featured in Chemistry & Biology, 10, 

201-202, 2003 and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P24, issue 03/31/2003). 

IF=6.6     

[15]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24, 9972-9973, 2002 (Featured in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P29, issue 09/2/2002). IF=11.4    

Patents（第一发明人专利） 

[1] Li SW, US Patent No. 8486712; [2] Li SW, PCT Patent WO2010/104981; [3] Li 

SW, US Provisional Patent No. 61/938562; [4] Li SW, US Provisional Patent No. 

62/064624; [5] Li SW, US Provisional Patent No. 62/063111    



 

学术报告一 

报 告 人：柯恒明，北卡罗拉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 

题    目：伟哥及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    

        Viagra and Structure-Based Drug Design    

报告时间：4 月 2 日（周四）下午 3：30    

报告地点：天润大厦 A 座 614 报告厅  

 

   

学术报告二 

报 告 人：张汉霆，西弗吉利亚大学教授 

题    目：科研思路与探索：与磷酸二酯酶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Scientific Research Ideas and Exploration: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Phosphodiesterases(PDEs)    

报告时间：4 月 3 日（周五）下午 2：00    

报告地点：白云校区 S201 教室    

 

 

 

 

 

 

 

 

 

 

 

 

 

 



学术报告 

Structural Biology & Structure of the living cell 

结构生物学与生命细胞的结构 

报告人： 

蒋鹏举 常州大学制药与生命科学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报告时间： 

5 月 5 日（周二）下午 2：15 

报告地点： 

白云校区南区 S301 教室 

 

 

 

 

 

 

 

 

 

 

 

 

 

 

 

 

 

 

 

 

 



报告题目：不对称有机催化新进展 

报告人：  孙建伟博士  香港科技大学 

时间：    5 月 13 日下午 2 点 

地点：    天润大厦 614 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孙建伟教授 2001 年本科毕业与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08 年毕业于芝

加哥大学，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导师 Kozmin 教授。随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

Gregory. C. Fu 课题组做博士后研究。2010 年 8 月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任

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有机合成方法学，独立工作后已经在 Angew.Chem. Int. 

Ed.上发表 10 篇，在 J.Am. Chem. Soc.上发表 6 篇通讯论文。 

 

 

 

 

 

 

 

 

 

 

 

 

 

 

 

 

 

 

 



 

报告题目：新型氟化学试剂的开发及其应用 

报告人：胡金波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时间：5 月 19 日下午 2:00 点 

地点：天润大厦 614 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胡金波博士，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973 )首席科学家，现任中国科学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助理、中国科学院有机氟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课题组组长。2005 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7 年获中国

化学会青年化学奖，2008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9 年获英国皇家化学

会氟化学奖，2012 年获陈嘉庚青年科学奖。2002 年 5 月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化学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有机氟化学家 G.K. 

Surya Prakash 教授和诺贝尔奖得主 George A. Olah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有机氟

化学, 主要包括：（1）选择性氟化反应方法学研究，特别是有机含氟砜、亚砜、

硫醚、硅烷等所参与的氟烷基化反应；（2）探索含氟体系中的 C－H 键断裂和

C－C 键形成，开展以氢氟碳（HFC）为氟资源的绿色氟化学研究；（3）探索氟

气、无水氟化氢、四氟化硫等战略性氟化试剂的安全使用和新用途，并开发其衍

生试剂和反应;（4）具有应用前景的含氟物质及含氟功能材料的合成。 

 

 

 

 

 

 

 

 

 

 

 



报告题目：Synthesisof Chiral Small Molecules for Drug Discovery and Study of 

Carbohydrate BasedAdvanced Materials 

手性药物小分子的合成和基于糖类化合物的高端材料研究 

报告人：Professor Guijun Wang（王桂君） 

       Departmentof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USA  

时间：2015 年 5 月 21 日（周四）上午 9:00 

地点：制药学院报告厅（天润大厦 A 座 614） 

  

报告人简介： 

   王桂君博士，美国 Old DominionUniversity 化学与生化系教授。毕业于清华大

学化学系（1990 年本科，1993 年硕士），1999 年获得美国 Michigan StateUniversity

有机化学博士学位，2000-2002 年，耶鲁大学博士后，2002-2012 年被聘为

University ofNew Orleans 助教 授和副 教 授， 2012 年 起， 任职于 Old 

DominionUniversity。王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合成方法学，天然产物及类似物合成，

以及糖化学。先后在 JACS,Angew. Chem., Chemical Review, JOC, OL, CC 等著名

期刊发表论文 50 多篇。 

 

 

 

 

 

 

 

 

 

 

 

 

 

 



报告题目：一个靶向肿瘤血管的多肽──应用于肿瘤治疗和检测 

 报告人：曹之宪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时间：5 月 25 日下午 2:00 点  

 地点：天润大厦 614 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Professor C.H. Cho receivedhis under- and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Taiwan, 

America and Hong Kong andobtained his PhD in Pharmac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in1978. He went through his postdoctoral training in Canada 

and started his firstfaculty position in the Yang Ming Medical College and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Taipei in 1981. He joined HKU in the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from 1984 andbecame Chair Professor of Pharmacology in 2000. Later Prof. Cho 

joined the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in 2007 as chairman and 

Professor of Pharmacology.Currently, he is the Professor of Pharmacology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School of Biomedical Sciences, Faculty of Medicine in 

CUHK. Professionally he wasthe President (2006-2010) and is now the Chair of 

PresidentialCouncil (2012-2014)of the GastrointestinalPharmacology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Basic and ClinicalPharmacology and visiting and honorary 

professors of Peking University, Fudan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Beijing 

Capital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Virginia Tech, University of Maryland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drugdevelopment for inflammation and cancers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GI) tract.Professor Cho currently is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and 

associate editor inmore than 20 journals in the fields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Pharmacology. Hepublishes more than 366 peer-reviewed articles and 58 reviews in 

journals and iseditor of eight books in GI ulcer and cancer. He also holds 2 

patentsconcerning drug treatment for GI disorders in CUHK.   

 

 

 



 

 

 



报告题目：Lewis 碱催化联烯酸酯和亲核试剂的环加成反应 

报 告 人：童晓峰 教授华东理工大学  

 时    间：6 月 29 日上午 10:30  

地    点：天润科技大厦 614 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童晓峰教授 1999 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2005 年在中科院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德国洪堡奖学金的资助下，于 Rostock 大

学-莱布尼茨催化研究所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2007 年 7 月受聘华东理

工大学，任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副教授、教授(2010 年)。童晓峰教授先后获得中

科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2004 年)、德国洪堡奖学金(2006 年)和 Thieme Chemistry 

Journal Award(2011年)。自2007年独立研究工作以来，在J. Am. Chem. Soc.、Angew. 

Chem.、Org. Lett.、Chem. Commun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要研究领域为

过渡金属催化和有机小分子催化。 

 

 

 

 

 

 

 

 

 

 

 

 

 

 

 

 

 



报告题目：中国制药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屠永锐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时  间：7 月 2 日下午 14:30     

地  点：文彰楼报告厅   

主讲人：屠永锐   

主讲人简介：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2005

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营

销为一体的综合性制药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制药百强企业、全国药

品质量诚信建设示范企业、江苏省创新型企业、全国和谐劳动关系模范企业、江

苏省环境友好型企业。 常州四药连续十多年保持产销和利税 20%的增长。2014

年上缴税金 3.5 亿元，10 年名列全国医药行业纳税百强。拥有自主发明专利 50

项和江苏省名牌产品 3 只。建立和完善国家药品新版 GMP 认证、环境管理

ISO14001、职业健康安全 OHSMS18001 三大管理体系。美国药监局已批准四药

抗忧郁胶囊成品药进入美国高端市场。四药坚持技术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提高科技争先的能力，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拥有技术中心和质量中心，

承担并完成国家 863 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省成果转化项目。2013 年

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一等奖，2014 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报告题目：Mitochondrial Dynamics as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AlzheimerDisease 

以线粒体动力学为靶标的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药物 

报 告 人：Xiongwei Zhu（祝雄伟） Professor, Department ofPathology and 

Neurology, Case Western ReserveUniversity      

报告时间：7 月 2 日（周四）上午 10:00    

 报告地点：天润大厦 A 座 614 报告厅  

 报告简介：  

     Alzheimerdisease (AD) is the most common age-related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thataffects around 30 million patients worldwide. There is no cure for 

thisdevastating disease and the current approved medicines can only provide 

sometemporary symptomatic relief.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AD 

inaging societies including China,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intenseresearch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he pathogenesis of AD which couldprovide novel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drug development. Mitochondria plays acritical role in the 

nervous system an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is one of theearliest and prominent 

features in the course of AD. Mitochondria are dynamic organellesthat undergo 

continuous fission and fusion which tightlyregulates mitochondrialmorphology and 

distribution and serve essential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urearlier study revealed a 

slightly increased mitochondrial size butsignificantly reduced mitochondrial number 

in the susceptible neurons in ADbrain which implicate a potential involvement of an 

abnormal mitochondrialdynamics in the disease. Indeed, there a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expression of mitochondrial fission/fusion proteins in AD tissues and EM 

studyconfirmed an altered mitochondrial morphology and distribution in AD 

brain.Such a mitochondrial fragmentation phenotype is also confirmed in various 

celland animal models of AD which provide tools for intervention study. Blockage 

ofmitochondrial fragmentation could alleviate Abeta induced 

mitochondrialdysfunction and neuronal deficits in neuroblastoma cells and primary 

neurons.More importantly, blockage of excessive mitochondrial fragmentation by 

eithergenetic or pharmaceutical method could also alleviate amyloid pathology 

andother neuronal deficits in AD mouse models. Collectively, our study suggestthat 

abnormal mitochondrial dynamics could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targetfor AD. 

 



报告题目：Novel molecular targets for cancer drugdiscovery from sulindac 

报告人：Gary A. Piazza 博士南阿拉巴马大学  

时间：11 月 17 日，周二上午，10:00-11:00 

地点：天润科技大厦 614 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Gary A. Piazza 教授，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会员，本科毕业于阿拉巴马大学伯

明翰分校，1986 年在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1987-1989

年在费城福克斯大通癌症中心药理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89-1993 任 P&G

公司辛辛那提迈阿密实验室项目主管，1993-2001 宾夕法尼亚 Cell Pathways 公司

细胞生物学研发主任。2001-2003 受聘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副教授，

2003-2011 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副教授。2011 至今任南阿拉巴马大学米切尔

癌症研究所药物研发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肿瘤细胞生物学，关注于寻找治

疗癌症的新型药物作用靶点及小分子抑制剂。研究方向是通过抑制磷酸二酯酶活

性,是癌症信号传导受阻，从而选择性诱导癌细胞凋亡。自 2007 年独立研究工作

以来，在Proc. Nat'l.Acad. Sci.、CancerResearch、Journalof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and Oncology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 

 

 

 

 

 

 

 

 

 

 

 

 

 

 



报告题目：FumiyoshiYamashita：In silico pharmacokinetics for efficient drug 

discovery anddevelopment 

Teruko Imai：Metabolism of Prodrug andAntedrug/Soft drug 

报告人：山下富義（YamashitaFumiyoshi）京都大学副教授  

          今井輝子（Imai Teruko）熊本大学教授 

时间：12 月 11 日，周五上午，9:00-11:00 

地点：天润科技大厦 614 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山下富義副教授，本科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1995 年在京都大学获得药学

博士学位。1995-1996 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药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 年

起受聘京都大学药学院副教授至今。主要从事药物传递系统（DDS）及动力学预

测的研究。特别是药物新载体、基因传递、肿瘤靶向治疗、干细胞治疗、药物动

力学预测及机能解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已主持参与日本国家课题 30 余项，

7000 多万日元，发表论文 200 余篇，编写英文专著 8 部，日文专著 12 部，申请

专利 4 项。现为日本药剂学会，日本 DDS 学会，日本药物动态学会评议员；日

本药学会构造活性相关分会常任干事；创剂论坛主席；Pharmaceutical Research，

Drug Metabolism and Pharmacokinetics，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的编辑

委员。  

今井輝子教授，本科毕业于日本熊本大学，1988 年在九州大学获得药学博士

学位。1979-1980 年在岛田内科医院担任药剂师。1985-1999 年在熊本大学担任

教职员。1999 年至今在熊本大学担任教授。主要从事药物动力学及药物传递系

统的研究。特别是药物代谢酶的结构、机能解析以及基于药物体内动力学定量解

析的前体药物设计等研究。在羧酸酯酶、丁酰胆碱酯酶和器官特异性表达的蛋白

酶等水解酶，以及细胞色素 P450 以及药物吸收方面的研究和前体药物设计领域

成果显著，已主持参与日本国家课题 10 项，7000 多万日元，发表论文 100 余篇，

编写专著 12 部，申请专利 12 项。现为日本药物动态学会理事，日本药剂学会、

日本药学会、日本 DDS 学会评议员。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FIP)、

AmericanSociety for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Incorporated

（ASPET）、AmericanAssociation of Pharmaceutical Scientists（AAPS）、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of Xenobiotics （ISSX）委员。 



举办或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清单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举办时间 举办单位 与会单位（例举） 会议内容简介 

1 

全国高校

制药工程

专业教育

科技研讨

会暨教育

部药学类

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

会制药工

程专业教

学协作组

第二次工

作会议 

常州 2015-7-18 常州大学 

全国制药工程专业

委员会、教育部药

学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南京工业

大学、天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浙

江大学、浙江工业

大学等相关高校单

位 

制药工程专业

认证经验交流

会 

2 

高分子智

能制造与

节能技术

高峰论坛 

重庆 2015-9-20 

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重庆市有关政

府部门、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中国塑料机械

工业协会 

宏观政策解读

和发展方向、

行业最新进展

与应用 

 









 

2 

 

人和专业教师开展办学经验交流与教学研讨。教指委制药工

程专业教学协作组（以下简称“协作组”） 2015 年第二次工

作会议将同期召开。 

三、参会人员 

教指委部分委员，协作组全体成员，高等院校制药工程

专业办学点负责人及专业教师，相关领域特邀专家。 

四、会议时间 

2015 年 7 月 17 日报到，7 月 18 日至 19 日开会。协作

组成员 19 日 17:00 后离会，其他代表 19 日 12:00 后离会。 

五、报到地点与会议地点 

报到地点：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怀德北路 35 号) 

会议地点：同上 

六、会务费与住宿费 

  参会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每位代表收取会务费 800

元（会议资料和会议组织费等）。住宿费用标准有两种选项： 

（1）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300 元/间/天，含早餐，标准

间和单人间价格相同）； 

（2）汉庭酒店常州常柴店（150 元/间/天，含早餐，标准

间和单人间价格相同）。 

两个酒店相距 288 米，均可使用公务卡。 

七、继续报名方式 

1. 传真、电子邮件报名均可： 

请参会代表将报名回执表传真至 0519-86330156，或发

电子邮件至 zxzx@cczu.edu.cn，并说明住宿要求等。 

mailto:%E5%8F%91%E9%80%81%E7%94%B5%E5%AD%90%E9%82%AE%E4%BB%B6%E8%87%B3yxy2@zjut.edu.cn
mailto:%E5%8F%91%E9%80%81%E7%94%B5%E5%AD%90%E9%82%AE%E4%BB%B6%E8%87%B3yxy2@zj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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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安排 

 

时 间 内 容 负 责 人 

7

月
17

日 

8:00-23:00 

全体代表报到。 

教指委相关委员、协作组所有成员应于 12:00

之前报到。 

宋国强（常州大学教授，制药学

院副院长） 

14:00-18:00 协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第一阶段） 

宋恭华（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校

长助理，教指委委员，协作组组

长） 

7

月
18

日 

8:30-8:35 常州大学领导致欢迎词 

陈群（常州大学教授，副校长） 
8:35-8:40 教育部门主管领导致辞 

8:40-8:45 制药行业代表致辞 

8:45-8:50 教指委领导致辞 

8:50-9:10 合影  

9:10-9:30 

制药工程专业教学协作组工作报告：宋恭华，

教授，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助理，教指委委员，

协作组组长 

宋航（四川大学教授，教指委副

主任委员） 

9:30-10:10 

制药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与执行

建议：姚日生，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教指委

委员，协作组成员 

10:10-10:50 

工程教育化工与制药类专业认证及“卓越计

划”的实践与思考：唐旭华，教授级高工，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副秘书长，化工与制药类

专业认证委员会副秘书长 

10:50-11:30 
我国制药产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蒋勇，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11:30-11:50 
专业认证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与解决

措施：陈群，常州大学教授，副校长 

14:00-16:00 分组讨论  

16:00-18:00 
参观常州大学制药工程专业实验与实践教学

场所，交流制药工程专业认证经验。 
 

7

月
19

日 

8:30-10:30 分组讨论 

张珩（武汉工程大学教授，教指

委委员，协作组副组长） 

10:30-11:00 汇报分组讨论情况 

11:00-11:20 大会总结 

11:20-11:40 闭幕式 

13:00-16:00 协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第二阶段） 

宋恭华（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校

长助理，教指委委员，协作组组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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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交通路线说明 

1. 报到地点 

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与汉庭酒店常州常柴店相距 288 米）； 

酒店地址：常州市钟楼区怀德北路 35号； 

阳光国际大酒店总机电话：0519-86606888； 

汉庭酒店常州常柴店电话：0519-85222088。 

2. 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地理位置示意图 

 

 

 

 

 

 

 

 

 

 

 

3. 交通路线说明 

（1）常州奔牛机场----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 

交通方式：机场大巴+出租车；在机场出口处乘民航巴士到市中心火车站北

广场出口，乘出租车 15 元左右到达；在机场出口处乘坐出租车到达，费用 70

元左右。 

（2）常州火车站----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 

怀 

德 

北 

路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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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通方式：公交车 

常州站北广场出站口，到客运中心（约 250米）乘 310路、328 路到江南商

场下车，步行到达；到客运中心（约 250 米），乘 B22 路到瞿秋白纪念馆下车，

步行到达； 

常州站南广场出站口到火车站南广场（约 150 米），乘 1路、39 路到江南商

场下车，步行到达； 

② 交通方式：出租车 

在出口处乘坐出租车到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费用为人民币 15 元左右。 

（3）常州汽车站----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线路同火车站北广场出站口 

（4）常州北站----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 

① 交通方式：公交车，在车站出口处乘 B1、B19 路到怀德路延陵路下车，

步行到达； 

② 交通方式：出租车，乘坐出租车到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费用为人民币

5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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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报名回执表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预订 

房间 

 

1. 标准间床位（   ）个，标准间（    ）间，  单人间（    ）间。       

2. 若单人参会，是否与外单位合住？是/否（    ） 

住宿费用标准：常州阳光国际大酒店（300 元/间/天，含早，标准间和单人间价格相同。）电话：0519-86606888 

              汉庭酒店常州常柴店（150 元/间/天，含早，标准间和单人间价格相同。）电话：0519-85222088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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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联科发（2015）230号 

 

 

关于召开“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与节能技术 
高峰论坛（2015）“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我联合会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聚合物智能制造

与节能技术高峰论坛（2015）”的预通知》（中石化联科发（2015）190

号）后，各有关单位反应积极，报名踊跃。经过积极筹备，本届论坛得

到了政府主管部门、高分子材料加工行业企事业单位等方面的大力支

持，邀请到了国家有关部委、行业协会主管领导到会指导，国内外高分

子材料加工行业知名企事业领导专家到会演讲，可使参会代表全面了解

高分子材料智能制造和节能技术发展现状、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及该领

域未来发展方向。现将论坛活动安排通知如下： 

一、主办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协办单位：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重庆市梁平县人民政府 

重庆市塑料行业协会 

北京化工大学塑料机械及塑料工程研究所 

承办单位：埃博克国际商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塑讯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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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间：2015年 9月 20全天 

报到地点：重庆市金质花苑酒店（重庆市江北区五简路９号，酒

店总机 023-89185888）。 

会议时间：2015年９月 21日一天。 

三、论坛主要议题 

（一）宏观政策解读和行业发展概况 

（1）石化领域发展概况和“十三五”科技与装备发展重点 

（2）“中国制造 2025”与德国“工业 4.0”要点解读 

（3）制造强国战略十年行动纲领与我国塑料机械行业 

（4）我国高分子材料面临的挑战 

（二）智能化制造行业的发展 

（5） 高分子材料新型成型加工方法以及节能、过程智能化控制 

（6） 局部智能化，聚合物加工过程最现实的“智能制造”体现 

（7） 智能制造体系与物联网系统构造 

（8） 聚合物加工装备与智能制造 

（9） 智能制造中的自动控制与机器人技术 

（10）聚合物微纳制造技术及其应用 

（11）聚合物加工无缺陷制造技术 

（三）节能技术的最新进展及应用 

（12）聚合物加工的节能技术进展 

（13）选择合适的物料以实现加工节能 

（14）聚合物新型成型装备研究 

（四）重庆当地招商引资项目推介 

四、同期活动 

1、中国国际油气技术装备展 

2、2015 中国（重庆）国际塑料工业展览会 

3、中国（重庆）国际智造技术与机床博览会 

4、第 26 界中国国际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展览会 

五、参会人员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庆市有关政府部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梁平县政府领导；相关高分子材

料行业生产、教育科研、技术开发、装备制造、下游行业、投资机构

以及新闻媒体等单位领导及代表。 

六、收费及汇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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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坛费用 

2000/人，含用餐、会议资料、讨论咨询、参观展览等费用，不含

住宿费和交通费。 

汇款时请注明“高分子智能论坛”字样。 

2. 汇款信息 

收款单位：埃博克国际商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4050200001819100015106 

银行行号：304100042626 

七、其他注意事宜 

1. 请各单位参会人员填写回执，发传真、电子邮件或邮寄至论坛

及展览组委会秘书处。 

2. 会议不安排接站，请参会代表自行前往。 

3. 最新会议详情请登录以下网址查询： 

www.cpcif.org.cn    国家石油化工网 

www.cippc.org.cn    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八、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1.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装备办公室  

王翊民  电  话: 010-84885523 

2.埃博克国际商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黄  琴  电  话：010-68168399； 手  机：13901324003 

传  真：010-68762101； E-mail：epoch2006@126.com 

 

附件：参会回执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015 年 8 月 1４日   

附件：参会回执表 

《2015 聚合物智能制造与节能技术高峰论坛》 

mailto:epoch200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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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参会人姓名    

性    别    

职(务)称    

手   机    

邮   箱    

是否住宿    

会刊广告 

版位及费用 

版  位 费 用（元） 版  位 费 用（元） 

封二 □12000 首扉 □8000 

封三 □10000 彩色全页 □5000 

汇款地址 

收款单位：埃博克国际商务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4050200001819100015106 

银行行号：304100042626 

金额总计 大写：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 ￥： 

建   议  

   请将报名表回传至 010-68762101 或 epoch2006@126.com 




